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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 目的：探讨幽默风格在大学生害羞与孤独感关系中的中介作用。 方法：采用害羞量表、中文版幽默风格问卷

和社会与情感孤独量表对 525 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。 结果：①孤独感与害羞、嘲讽型幽默及自贬型幽默存在

显著的正相关，与亲和型幽默、自强型幽默存在显著的负相关；害羞与亲和型幽默、自强型幽默存在显著的负相关，

与嘲讽型幽默、自贬型幽默存在显著的正相关。 ②害羞不仅对孤独感有直接预测作用，还可以通过亲和型幽默和自

强型幽默起间接预测作用。 结论：幽默风格是大学生害羞与孤独感关系的中介变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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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Abstract】 Objective: To explore the mediator effect of humor styl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yness and loneliness
in college students. Methods: A total of 525 college students (233 boys and 292 girls) from two Chinese universities com-
pleted a survey that included the Chinese humor style questionnaire, the Cheek and Buss Shyness Scale and the Emotional
and Social Loneliness Scales. Results: ①Loneli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shyness,
aggressive humor and self-defeating humor, and had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affiliative humor and self-en-
hancing humor.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shyness and affiliative humor, self-enhancing humor.
There was also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hyness and aggressive humor, self-defeating humor. ②Shyness
could not only predict loneliness directly, but also by the mediating role of affiliative humor and self-enhancing humor in-
directly. Conclusion: Humor style could be a mediator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yness and loneliness of college stu-
dent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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孤独感是指当个体的社交期望与其社交现状在

质量（如，缺乏深刻的亲密关系）和数量（如，朋友太

少）上不一致时产生的痛苦的心理体验[1]。 影响孤独

感的因素众多，除社会支持的缺失、人际信任的不足

等外部变量外，还受许多人格因素影响，如低自尊、
内向性等。 害羞是影响孤独感的人格因素之一。 已

有 研 究 表 明 ，害 羞 水 平 越 高 的 个 体 ，其 孤 独 感 越

高[2，3]，他们通常对社交采取回避的态度，容易出现过高

的负性情绪， 且倾向于对自己和他人产生较为消极

的评价，导致其较少地参与社交活动，进而产生强烈

的孤独感。Schmidt 等人的研究指出，害羞是孤独感、
抑郁、社交恐惧等身心问题的有效预测指标[4]。

社交技能是与害羞和孤独感相关的一个重要变

量。 一些研究表明害羞个体往往具有多方面社交技

能的不足[5，6]。 Jackson 等的研究结果指出，社交技能

在害羞与孤独感间起中介作用[7]。 已有研究发现，幽

默风格与社交能力存在显著相关[8-10]。 Yip 和 Martin

指出， 幽默风格的正确使用是应对社交压力的一种

有效技能 [10]。 因此幽默风格能否像其他社交技能一

样， 在害羞与孤独感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值得进一

步研究和证实。
幽默风格是个体在社交中倾向于表达幽默的方

式，可分为四种不同类型：亲和型、自强型、嘲讽型和

自贬型。 其中亲和型幽默和自强型幽默被称为适应

性幽默风格； 嘲讽型幽默和自贬型幽默被称为非适

应性幽默风格[9]。 Hampes 发现高的孤独分数与亲和

型和自我提升型幽默呈负相关， 与自贬型幽默呈正

相关[11]。 Hampes 的另一项研究发现高的害羞分数与

亲和型幽默存在显著负相关， 与自贬型幽默存在显

著正相关[12]。 Hampes 的这两项研究提供了进一步证

据支持幽默风格在害羞与孤独感关系中的潜在中介

作用，可能害羞个体倾向于使用非适应性幽默风格，
再加上未能利用适应性幽默风格， 导致其在实际社

交中的表现与其内心期望的不一致， 从而产生孤独

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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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对象与方法

1.1 对象

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， 抽取某两所大学的学生

作为研究对象， 发放问卷 550 份， 共获取有效被试

525 份，有效回收率为 95.45%。 其中男生 233 人，女

生 292 人。 年龄为 21.06±1.58 岁。
1.2 工具

1.2.1 中文版幽默风格问卷 (Chinese Humor Style
Questionnaire，HSQ-C) 由 Martin 等人编制 [13]。 本

研究采用的是 25 个项目的修订版， 包括亲和型，自

强型，嘲讽型以及自贬型幽默四个子量表。
1.2.2 Cheek 和 Buss 害羞量表(Cheek and Buss Shy-
ness scale，CBSS) 由 Cheek 和 Buss 等人编制[14]。 该

量表包括 14 个项目，采用 5 点计分，得分越高，表示

个体害羞倾向越明显。
1.2.3 情 感 与 社 会 孤 独 量 表 (Emotional and Social
Loneliness Scales) Russel 和 Wittenberg 等人编制[14]。
该量表包括 10 个项目，分为 2 个分量表，分别测查

个体的情感孤独和社交孤独。

2 结 果

2.1 大学生孤独感与害羞、幽默风格的相关

从表 1 可以看出，孤独感与害羞、嘲讽型幽默及

自贬型幽默显著正相关，与亲和型幽默、自强型幽默

显著负相关。害羞与亲和型幽默、自强型幽默显著负

相关，与嘲讽型幽默、自贬型幽默显著正相关。

表 1 害羞、幽默风格与孤独感的相关

注：*P<0.05, **P<0.01，下同。

2.2 幽默风格中介效应的检验

以幽默风格各维度为中介变量，害羞为自变量，
孤独感为因变量， 建立大学生幽默风格在害羞与孤

独感之间的中介模型 Ma。 从表 2 可以看出，该模型

拟合良好。 但是，进一步分析发现，自贬型幽默对孤

独感的正向预测作用不显著， 路径系数为 0.08 (t=
1.411，P>0.05)。 移除这条路径，建立模型 Mb。 模型

Mb 拟 合 良 好，与 模 型 Ma 相 比，两 者 的△χ2 (1，N=
525)=1.456，P<0.01， 表明减少从自贬型幽默到孤独

感的路径并没有使模型发生明显改变， 再结合它们

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也接近于 0， 可认为在害羞对孤

独感的影响中，亲和型幽默、自强型幽默和嘲讽型幽

默起到了中介作用。

表 2 幽默中介作用模型的拟合指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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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对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的 Bootstrap 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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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0.46** 亲和型幽默

-0.33**

-0.29** 自强型幽默 0.31** 0.51 情感孤独

害羞 0.30** 孤独感

0.26** 嘲讽型幽默 0.11* 0.79 社会孤独

0.19** 自贬型幽默

附图 以不同幽默风格为中介变量

的害羞与孤独感之间的关系模型

根据 Shrout 和 Bolger[15]以及李中权等[16]的研究，
采用 AMOS 软件中的 Bootstrap 程序来进行间接效

应的显著性检验。 首先在原始数据(N=525)中，随机

抽取 2000 个 Bootstrap 样本。 然后，在 AMOS 中用模

型 Ma 和 Mb 来拟合这些数据， 保存下 2000 次运行

中各条路径的路径系数。 最后计算中介效应的平均

路径系数。 如果这些平均路径系数 95%的置信区间

(CI)没有包括 0，那么就表明其效应是显著的。从表 3
来看，重新评价的 2 个平均中介效应的 95%置信区

间没有包括 0， 但嘲讽型幽默平均中介效应的 95%
置信区间包含 0，说明其中介效应不显著。 所以，害

羞是通过亲和型幽默和自强型幽默来影响孤独感。
遵循类似的 方法检验害 羞对孤独感 的直接效

应。 结果显示，2000 个 Bootstrap 样本的所有平均直

接效应的 95%置信区间都没有包括 0。 因而害羞对

孤独感的直接效应显著， 表明除了通过亲和型幽默

和自强型幽默影响孤独感外， 害羞对孤独感也有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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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的影响。

3 讨 论

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害羞可以显著预测大学生孤

独感。 害羞水平越高， 大学 生孤独感越 高， 这与

Hampes [11]，Fitts 等 [17]和 李彩娜等 [3]的 研究结果 相 一

致。 Dill 和 Anderson 认为害羞可能通过在社交中的

失败尝试（由于焦虑和社交技能不足）导致逃避社交

而在孤独感的发展过程中起原因作用。 如果对社会

遭遇的逃避导致了个体的期望与实际人际关系的不

一致，那么结果将产生孤独感[18]。
相关分析表明，害羞、孤独感与亲和型幽默和自

强型幽默呈显著负相关， 与嘲讽型幽默和自贬型幽

默呈显著正相关，这与 Hampes[11，12]的研究结果相一

致。 并为进一步探讨幽默风格在害羞与孤独感间的

中介作用提供了必要前提。
路径分析表明，害羞不仅可以直接预测孤独感，

也可以通过亲和型幽默和自强型幽默间接预测孤独

感， 表明这两种幽默风格在害羞与孤独感之间起部

分中介作用。 害羞个体倾向于较少地使用两种适应

性幽默， 这将最终导致其孤独感的增加。 这与 Fitts
等的研究结果不一致。 Fitts 等的研究结果表明，害

羞个体倾向于较多地使用自贬型幽默， 再加上其未

能利用适应性的亲和型幽默， 导致其产生较高的孤

独感[17]。这可能是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造成的。西方

人崇尚个人主义，要想与人进行良好的沟通，亲和型

幽默最有效；而在中国文化背景下，集体主义的盛行

导致每个个体都能满足基本的交往需要， 只有在群

体中维护或挣得了面子才是备受推崇的， 因此要想

得到更多人的认同， 个体必须在巩固关系的基础上

达到真正的自强， 即同时使用亲和型幽默和自强型

幽默，才能避免内心的孤独。自贬型幽默的使用包含

在试图获得或维持他人接纳时对自我的过度诋毁，
这与中国人要面子的行为不符。 陈国海等人的研究

中也指出， 嘲讽型幽默和自贬型幽默在中西方文化

中的表现形式不同。中国人的容忍或者礼貌观念，包

括尊重别人的面子决定了他们不会在社交中过多地

使用非适应性幽默， 这与西方人经常使用黄色和嘲

讽性质的幽默是相区别的[13]。 因此在中国文化背景

下， 适应性幽默尤其是自强型幽默而非自贬型非适

应性幽默是害羞与孤独感间关系的重要中介变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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